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聯辦網訊，8月10日，中央

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發言人發

表談話，堅決支持我外交部宣布對美實施對等制

裁，強調在事關中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等重大問

題上，我們將寸土必爭、寸步不讓。發言人指

出，美國財政部發表的所謂制裁聲明是現實版的「滿紙荒唐言」，妄稱「美國

與香港人民站在一起」，更是天大的謊言和笑話。香港的出路在於正確執行

「一國兩制」，香港的未來在於跟自己強大的祖國在一起。

中聯辦抨美制裁：滿紙荒唐言
強調主權問題寸步不讓 港前途命運注定跟祖國一起

發言人指出，在美國所謂制裁消息公布
後，內地和香港無數同胞發出反對美國

的正義呼聲，對美方蠻橫行徑表示強烈譴責和
最大輕蔑。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香港少數反
對派代表人物亟不可待地跳出來，或歡欣鼓
舞，說什麼美方制裁行動「有重大指標性意
義」「今晚開香檳慶祝」，或底氣十足地預告
什麼「制裁還會陸續有來，不單高官，中層甚
至直接執行危害香港法治的人，都有機會納入
制裁名單」「後續還有第二輪、第三輪名
單」。此刻這些人不加掩飾的狂妄，再次不打
自招地供認，他們就是美國在香港的代理人，
是美國搞亂香港的馬前卒。這些人徹底背離了
自己國家和民族，完全站在包括全體香港同胞
在內的14億中國人的對立面，注定會被釘在
歷史的恥辱柱上。

最好反面教材 認清「攬炒」目的
發言人表示，香港反對派與美國反華勢力
隨風起舞的惡劣表演，倒是提供了一份最好
的反面教材，能夠教育更多人認清美國反華
勢力與回歸之後香港之亂的深層聯繫，認清
香港反對派「攬炒」的目的，就是要反中亂
港。人們確實應當思考，在對待外部勢力干
預香港事務問題上，應該持有什麼樣的態

度。香港是個高度國際化的城市，有着特殊
的歷史，社會包容度強，文化豐富多元，但
這不能成為我們模糊國家界限、甚至站錯國
家立場的理由，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
展利益這個大是大非問題上，是不能含糊
的。這段時間的事實已經證明，美國借口香
港國安立法悍然對香港從經濟和政治上實施
所謂制裁，一心盼望的是香港越亂越好，全
力以赴的是趁火打劫製造「顏色革命」。對
美國來說，只有香港陷入有如烏克蘭、伊拉
克、敘利亞等地的長期內亂與動盪中，才是
「一道最美麗的風景線」。
發言人表示，香港命運從來都是跟祖國緊密
聯繫在一起的，當代中國的快速進步為香港未
來發展提供了強大支撐和廣闊舞台。只要用好
「一國兩制」這個最大優勢、國家改革開放這
個最大舞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這個新的最大
機遇，尤其當前聚焦穩控疫情和恢復經濟，香
港就一定能夠戰勝眼下困難，一定能與日益強
大的祖國共繁榮同發展。
發言人最後指出，中央始終關心牽掛着香

港，真心實意愛護香港同胞，是香港繁榮穩定
的守護者、「一國兩制」的捍衛者，是香港由
亂轉治歷史轉折的推動者，香港的前途和命運
注定跟自己的祖國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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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政府昨日發出聲明表
示，中央人民政府對11名美方人士實施制裁，屬
維護我國利益的必要舉措。特區政府全力支持有關
反制措施，並會全面配合執行，依法跟進。
特區政府表示，因應美國政府日前無理對中央政府
及特區政府官員實施所謂制裁，明目張膽及粗暴地干
涉中國內政，中國外交部昨日宣布對11名美方人士
實施制裁。
特區政府發言人說：「美國近月公然偏離國際法及

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無視過去一年在香港特區發生的
猖獗暴行，以人權、民主和自治等為藉口，針對香港
通過法案及宣布行政指令；近日更肆意詆毀由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並在香港公布實施的香港

國安法，充分暴露其雙重標準及虛偽，並嚴重損害雙
邊關係。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已多番對美方行徑表示
堅決反對，中央政府亦強調保留採取反制措施的權
利。」

斥美國行為卑劣無恥
發言人說：「美國政府日前變本加厲，針對中央人

民政府及特區政府官員實施所謂制裁，行為卑劣及無
恥，香港市民與全國人民一樣，無不感到憤慨。」
發言人表示，中央政府因應美方的錯誤行徑，對

11名美方人士實施制裁，屬維護國家利益的必要舉
措，特區政府對此表示全力支持，並會全面配合執
行，依法跟進。

特區政府：全力支持中央反制美國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 多個團體和市民昨日下午自
發前往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抗議美政客粗暴干
預中國內政，呼籲美方懸崖勒馬、立即停止錯
誤行徑。
來自「撐國安關注組」的梁先生表示，香港
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香港事務屬於中國
內政，他國政府不得干涉！特朗普、蓬佩奧等
美方政客屢屢對香港事務說三道四，公然違反

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實在是荒謬至
極，「我們敦促美國政府立即停止粗暴干涉中
國內政！」
來自團體「香江情．中國心」的林先生認

為，美國打着所謂正義的旗幟，在無任何理據
的支持下宣布制裁中方官員。相信所有正義市
民都對美方插手香港事務、粗暴干涉中國內政
的惡劣行徑表示強烈不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對於
美國的所謂制裁，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等
官員日前公開表態譴責美國。中國外交
部發言人趙立堅在昨日例行記者會上，
點讚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等特區官員，
「我要代表中國人民給他們點一個大大
的讚！」他讚揚，特區有關官員公開表
態「無懼制裁」，體現了中國人的錚錚
鐵骨。
有記者提問，關於美國的涉港制

裁，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以及特區政府政務司、財政
司、律政司等部門負責人在內的多名
香港官員紛紛作出回應，斥責美方制
裁是卑鄙行徑，粗暴干預香港事務。
有人指出，美國污衊中國企業洩露數
據，然而美國財政部卻借所謂制裁洩
露11位官員的隱私，更是違背其宣揚
的尊重隱私精神。此外，根據香港社

會科學民意調查中心近日公布的數據
顯示，65.7%的香港受訪者反對美國
對港實施任何制裁。發言人對此有何
評論？
趙立堅表示，我們注意到，美方粗
暴干涉中國內政、蠻橫無理宣布所謂
制裁的行徑，遭到了包括香港在內的
中國人民的一致強烈反對和譴責，各
界紛紛譴責美國霸權主義惡劣行徑，
有關官員公開表態「無懼制裁」，體
現了中國人的錚錚鐵骨。

美暴露雙標 制裁淪鬧劇
趙立堅強調，中國人民是嚇不倒

的，美方所謂制裁只會讓世人更加看
清美方霸權霸凌和雙重標準，只會淪
為另一個笑話和鬧劇。
趙立堅隨後引述了香港特區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和有關官員回應制裁的表

態。林鄭月娥說：「美方在公布我個
人資料時，說我的住址是Victoria
House，這個是政務司司長的官邸。
難道美方負責的官員連特區行政長官
住在哪裏都不知道嗎？」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在談到美國所

謂制裁措施時說：「我有機會為國
家服務，是我的光榮，與祖國和全
國人民相比，我的個人利益毫不重
要。有國家作為強大後盾，我不會
被嚇倒，美國所謂制裁行動是徒勞
無功的。」
「我要代表中國人民給他們點一個

大大的讚！」趙立堅說。
會上，還有記者就黎智英涉嫌勾結

外國和境外勢力被捕提問。趙立堅表
示，中國是法治社會，既然香港國安
法已經通過，中央政府支持香港特區
政府依法採取行動。

香港文匯報訊 8月9日，加拿大等
國外長發表聲明，再次對香港事務妄
加評論，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在昨日
舉行的例行記者會上，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趙立堅表示，中方對「五眼聯
盟」國家外長發表涉港聯合聲明表示
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趙立堅表示，該聲明是「五眼聯

盟」國家干涉中國內政和香港立法
會選舉的又一例證。香港是中國的
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立法會選舉
是中國的地方選舉，純屬香港內部
事務，任何外國政府、組織和個人
都無權干預，也沒有理由干預。面
對嚴峻疫情，香港特區政府決定推
遲第七屆立法會選舉，這是保護香
港市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的正當
之舉，也是保障立法會選舉安全和
公正公平的必要之舉。
趙立堅表示，因應疫情等災害而
推遲選舉，在世界上不乏先例，香
港特區政府的決定符合這一通行做
法，合情合理合法。據了解，目前
已有60多個國家和地區因疫情推遲

全國或地方選舉。其中，英國於今
年3月就宣布，因疫情原因，原定於
5月舉行的英格蘭等地的地方選舉推
遲至 2021 年 5 月舉行。「五眼聯
盟」國家對香港特區政府推遲立法
會選舉作政治化解讀，是典型的雙
重標準。
「關於香港國安法，我要提醒個

別國家一個事實。」趙立堅說，在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最近一次會議
上，有70個國家支持中國制定香港
國安法，譴責利用香港問題干涉中
國內政，這反映了國際社會的共同
聲音和公正立場。「五眼聯盟」國
家根本代表不了國際社會。中國駐
有關國家使館已向有關國家提出嚴
正交涉。

特區政府批五國雙標虛偽
另外，香港特區政府昨晚表示，堅

決反對澳洲、加拿大、新西蘭、英國
和美國外長發出的聯合聲明，該聲明
指鹿為馬、蔑視事實，更公然干預屬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內政的香港事務。

五國外長的聲明批評特區政府為公共
衞生和市民健康所作的決定，但其政
府卻諷刺地基於類似原因延遲選舉，
實在令人非常遺憾。這亦再次顯示有
關政府雙重標準和虛偽。
特區政府又指，澳洲、加拿大、新
西蘭、英國和美國都制定了自身維護
國家安全和主權的法律，並建立了相
關決策和執行機構。五國外長就香港
國安法不恰當的評論，完全是雙重標
準的政治操作，並粗暴干涉中國內
政，嚴重違反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特
區政府對此強烈反對。
特區政府再次鄭重提醒國際社

會，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
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是一個享有
高度自治權、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
的地方行政區域。外國政府不應危
言聳聽，更不應以任何形式干預香
港特別行政區的內部事務。他們應
尊重在「一國兩制」原則下，香港
市民所嚮往和珍惜的和平、穩定和
繁榮，不應作出「裝作支持香港市
民」的虛偽行為。

中方堅決反對「五眼聯盟」妄議港事

外交部讚特首等官員錚錚鐵骨

市民美領館抗議 批政客干港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務院港
澳事務辦公室發言人昨日發表談話表示，堅
決支持外交部宣布的對在涉港問題上表現惡
劣的美聯邦參議員盧比奧等11人實施制裁
的決定。
發言人表示，列入此次制裁名單的美方議
員和一些美國非政府機構負責人，在涉港問
題上劣跡斑斑。他們或參與炮製各種涉港法
案、議案，或公然為「港獨」組織和激進暴
力分子提供支持、撐腰打氣，或通過各種方

式竭力抹黑攻擊「一國兩制」和香港國家安
全法。他們肆無忌憚地干預香港事務，有些
人更是香港「修例風波」的幕後黑手或推動
有關制裁的罪魁禍首。
發言人表示，香港國家安全法頒布實施以
來，人心安定，秩序正常，社會正能量不斷
提升，形勢明顯好轉。中國政府將繼續堅定
不移地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堅決反
對任何外部勢力干涉香港事務，嚴格執行香
港國家安全法，全力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

國務院港澳辦：
堅決支持對等制裁美11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美國日前宣
布制裁11名負責處理香港國安法的中央及特區
政府官員。香港特區政府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
致光昨日回應表示：「今次美國連『離晒大
譜』都不如，是『完全無譜』。一如美國國會
議員要效忠美國憲法，香港議員當然要效忠基
本法。不效忠基本法者，當然不應成為香港的
議會議員。美國這種『逢中必反』的行為，已
到了『不擇手段』的階段。」

劉兆佳：香港反制手段足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昨日接受電台
節目訪問時表示，今次事件具象徵意義，美國
所謂制裁是敵視行為，嚴重損害了彼此之間的
關係，從中央政府的角度看，美國的做法已嚴
重干涉香港特區的內部事務和中國內政。

劉兆佳說，香港反制手段很足，因現時美國
在香港享有多項優惠待遇，例如設駐港領事
館、美國護照到港免簽證、商品免關稅、航空
公司在港享有航權利益等。他預料，不排除美
國總統特朗普選情告急，會進一步打擊香港，
以挑起更多中美矛盾，拉攏支持者。

鍾國斌批制裁離譜
自由黨黨魁鍾國斌昨日也在電台節目表示，

已預計美國會作出制裁行動，但此舉完全不合
理及「離譜」，批評美國人做事不講規矩和理
據。
他又指，看不到美國制裁對相關官員有什麼

重大影響，認為美國此舉完全只是一種表態，
但擔心美國會陸續出招，加大壓力，例如會否
伸延至金融方面或加大制裁名單。

羅致光：美不擇手段完全無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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